
（上接第十一版）
处理及整改情况：1.对违法行为处理。

2014年 1月 27日，新密市环境保护局分别对该
公司未重新报批环境影响审批手续、擅自开工
建设化工厂并投产和利用暗管渗坑排放含有甲
硫醇和二甲二硫的化工废水的违法行为立案查
处；该公司罚款已缴纳到位。对郑州丰洋有色
金属有限公司利用渗坑违法排污行为依法移送
新密市公安局。新密市人民法院对该公司曹
辉、祈俊强、樊水龙 3名合伙人分别以污染环境
罪定罪判刑。2.对渗坑处理。对牛店镇打虎亭
村庙坡组水井、张湾村赵书安养猪场水井、张湾
村赵五锁养羊场水井的污染，新密市环境保护
局当即要求该公司采取活性炭吸附处理；委托
河南天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渗坑污泥进
行了处理，环境隐患已消除。3.井水检测情
况。新密市环境保护局 2014年至今 3次委托
河南省分析测试研究中心对牛店镇打虎亭村庙
坡组水井甲硫醇、二甲二硫进行检测，检测显示
未检出甲硫醇、二甲二硫化合物污染物。2018
年 6月 5日，新密市环境保护局再次委托河南省
分析测试研究中心对牛店镇打虎亭村庙坡组水
井、张湾村赵书安养猪场水井二甲二硫进行检
测。检测结果显示牛店镇打虎亭村庙坡组水井
未检出二甲二硫化合物污染物。张湾村赵五锁
养羊场水井干涸，未检测。

问责情况：1.新密市环境监察八中队执法
人员周录松对该化工厂没有严格监管，造成污
染 2个月，被新密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2.牛店镇综治办秘书、三级网格长贾宗轩未
履行网格监管责任，犯玩忽职守罪，免予刑事处
罚；3.新密市人民法院对该公司曹辉、祈俊强、
樊水龙 3 名合伙人分别以污染环境罪定罪判
刑。

六十二、焦作市武陟县 D410000201806060130
反映情况：焦作市武陟县西陶镇石荆村西

陶老一中老操场里，有个废旧工厂发出一股有

机废旧材料的刺鼻气味，投诉人希望制止这种

气味的产生。

调查核实情况：武陟县政府立即组织人员对
西陶镇原石荆村老一中院内老操场场址周围进
行现场调查。经现场调查，发现原石荆村老一中
老操场场址位置有一个有机玻璃厂（原武陟县友
信亚克力板材有限公司），该企业已于2014年前
自然倒闭，企业负责人因经济纠纷案件被刑拘至
今，主要生产设备已拆除变卖，原料产品已清
理。走访周边岳麦利、常景丰等农户，受访者也
未反映有刺鼻气味现象发生。经现场核查，厂区
院内及厂周边未发现所反映的刺鼻气味。举报
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进一步加强监管，督促并
要求该倒闭企业切实做好厂区卫生等后续管理
工作，同时扩大排查范围，发现问题，立即依法
查处到位。

问责情况：无。
六十三、鹤壁市山城区 D410000201806080070
反映情况：鹤壁市山城区的工业污水直排

到安阳市汤阴县汤河水库，污染水库，导致投诉

人承包的鱼塘被污染，多次向省农业厅、相关信

访部门、鹤壁市山城区环保局反映，无处理结

果。鹤壁市环保局和山城区环保分局之前给投

诉人提供过一份工业企业排污名单，但至今未

处理这些污染企业。

调查核实情况：1.反映的“鹤壁市山城区的
工业污水直排到安阳市汤阴县汤河水库，污染
水库”不属实。山城区汤河沿岸重点污染源企
业（涉水）有5家，均建设有污水处理设施，安装
了 COD、氨氮在线监控设备，并与市环保局联
网。多年来沿岸村庄未出现过因水污染造成的
农作物减产情况。2.反映的“污染汤河水库，导
致投诉人承包的鱼塘被污染”问题不属实。经
了解，汤河水库周边鹤壁市境内共有鱼塘 23
处、汤阴县境内有鱼塘 1处。鹤壁市境内的 23
处鱼塘多年来未发生因水质污染造成死鱼情
况。3.反映的“多次向省农业厅、相关信访部
门、鹤壁市山城区环保分局反映，无处理结果。
鹤壁市环保局和山城区环保分局之前给投诉人
提供过一份工业企业排污名单，但至今未处理
这些污染企业”情况不属实。投诉人曾于 2014
年、2015年分别向淇滨区人民法院及安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鹤壁市环保局于
2014年 4月 24日向淇滨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行
政诉讼答辩状，并提供了《鹤壁市 2014年第一
季度污水处理厂监督性监测结果》和沿汤河的
27家企业名单。2014年 5月 21日，陈胜寿提出
撤诉申请，2014年 5月 22日，淇滨区人民法院
出具“准予撤回起诉”的行政裁定书。2015年，
陈胜寿又以“汤河水库受到鹤壁市境内沿河企
业排放的废水污染，造成死鱼损失”为由，将 27
家企业中的 25家企业和鹤壁市环保局、山城区
环保分局起诉至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后陈胜
寿又于 2017年 12月向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出撤诉申请，现该案件已经撤诉。

处理及整改情况：山城区从2016年开始实
施总投资 6亿元的汤河综合整治工程，主要包
括投资 6000万元建设完善 3处人工湿地，实施
河道生态修复，清理汤河及其支流河面废弃漂
浮物、河岸垃圾，开展河道清淤及底泥清理工
程，消除内源污染；投资4亿元新建或修复污水
管网主线12.8公里、支线约170公里，实现管网
全覆盖，污水全收集、全处理等，目前该工程正
在有序推进中，预计于2018年年底完成。

问责情况：无。
六十四、洛阳市伊川县 D410000201806060038
反映情况：洛阳市伊川县酒后镇老庄村，垃

圾填埋场造成地下水污染。老庄村 60 亩地被

李寨村支部书记挖得千疮百孔。诉求人要求垃

圾必须挖走。

调查核实情况：举报中“垃圾填埋场”和“被

李寨村支部书记挖的60亩地”为同一块地。现
场核实，实际为 4个坑塘，分别是垃圾填埋场、
两个鱼塘和一个采砂遗留砂坑，均为滩涂地，其
余土地种植果树。2018年 4月 22日，对老庄村
垃圾中转场旧址周边的水质进行化验，检测报
告显示全部合格。伊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
老庄村垃圾中转场旧址周边的水体进行抽样检
测，目前正在化验中。

处理及整改情况：垃圾已清理到位，责令酒
后镇政府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恢复原貌。举报
部分属实。

问责情况：责令酒后镇分管副镇长张红盾
向县委、县政府作出深刻检查；给予老庄村包村
干部孙召辉诫勉谈话；给予老庄村支部书记向
建国党内警告处分；给予老庄村村委会主任吴
波伟行政记过处分。

六十五、洛阳市吉利区 D410000201806050079
反映情况：洛阳市吉利区中原路，洛阳石化

生活区地下水发黄，怀疑受到污染。

调查核实情况：吉利区中原路生活区分别
为开元社区、三和社区、河阳新村和河阳家园，
共有居民楼 151 栋，居民 6913 户。经现场排
查，中原路4个生活区附近区域不存在自备井，
居民生活用水均为自来水，区自来水公司定期
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出厂水及居民水龙头出水
水质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所有检测项目均符合
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经现场核实，并对
出厂水及居民水龙头出水水质进行检测，结果
显示所有检测项目均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举报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自来水公司定期委托有
资质的单位对出厂水及居民水龙头出水水质进
行检测。

问责情况：无。
六十六、洛阳市吉利区 X410000201806060038（*）
反映情况：洛阳市吉利区韩庄村，自 1995年

开始，洛阳市吉利区垃圾处理部门开始向此村

山沟内肆意倾倒生活垃圾、炼油厂工业垃圾。

倾倒点距离最近的居民房子只有 200 米。垃圾

露天倾倒，造成村内及周边臭气熏天。倾倒 10

年后，垃圾处理部门开始用土方覆盖垃圾，在覆

盖区上方建起了一个剧毒化工厂。随后在距离

村内民居更近的另一山沟内建起了水泥底垃圾

填 埋 场 ，然 而 该 垃 圾 填 埋 场 未 能 真 正 发 挥 作

用。同时，依然在原山沟内倾倒垃圾至今。吉

利区韩庄村多处垃圾填埋场和居民聚集区直线

距离不超过 500 米，20 多年来，饮用水水源已经

受到垃圾污染和影响。希望反映的问题得到查

处解决。

调查核实情况：1996年吉利区政府将康乐
街道八里庙村西沟确定为垃圾填埋场，1997年
4月启用，采取统一收集、集中填埋的方式处理
垃圾，不存在肆意倾倒生活垃圾、炼油厂工业垃
圾的问题。经测量已经封场的垃圾填埋场边缘
距离最近的村庄居民区约为450米。2012年 5
月对封闭后的垃圾场进行了复耕，至今未发现
再次倾倒垃圾现象。现场未闻到臭气。已封场
的垃圾填埋场上建设有洛阳市吉利区环洁石化
产品综合加工厂剩余污泥综合利用项目，手续
齐全。由于没有原材料，企业长期处于停产状
态。目前，吉利区已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韩庄
村自备井水质进行检测。举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一是对现用垃圾填埋场
进行停用封场；二是从 6月 10日起将该区的生
活垃圾送至洛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焚
烧处置。

问责情况：无。
六十七、洛阳市涧西区 D410000201806060102
反映情况：洛阳市涧西区武汉路，中钢洛阳

耐火材料厂，排放废气，气味刺鼻。投诉人之前
多次向洛阳市环保局、市政府反映，至今无处理
结果。

调查核实情况：该企业建于 1958年，随着
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厂区周边逐渐被住宅小
区包围，外排废气达标排放，但一定程度上存在
异味扰民问题。为避免影响居民，企业自 2013
年起，关闭了 6台煤气发生炉和 2台燃煤锅炉，
并对所有隧道窑实施清洁能源改造。接群众投
诉后，洛阳市环保局、涧西区环保分局均按要求
进行了调查，因达标排放废气仍存在异味，举报
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针对废气扰民问题，企业
采取在排烟管道内放置活性炭吸附异味措施，
同时对隧道窑排烟气进行分流并加装烟气净化
分离机。企业邀请郑州大学研究新的烟气除臭
技改方案，消除异味，减少影响。

问责情况：无。
六十八、洛阳市汝阳县 D410000201806060067
反映情况：汝阳县城关镇文化路西升龙城

小区楼下，老柴油坊机器噪声扰民，榨油油烟污

染，投诉至环保部门，回复称已取缔该作坊，至

今机器设备未拆除到位。汝阳县环保局让投诉

人签署信访告知书询问原因。

调查核实情况：汝阳县城关镇进才油料加工
店，位于城关镇升龙城15号楼商住混合楼1楼，为
自家购置的门面房。2018年4月2日，经县相关
部门共同认定，确认其属“散乱污”企业，与当事人
沟通后于5月20日完成取缔工作。举报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县相关部门将加大巡查
力度，防止反弹。

问责情况：无。
六十九、洛阳市汝阳县 X410000201806080014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洛阳市汝阳县蔡店

乡冷铺村 2017年年底修路期间未经本人同意，强

行挖掉承包种植的十几亩林地皂角树1500多棵。

调查核实情况：为改善周边群众生活出行
条件，汝阳县委、县政府决定对常岭至山上村原
有道路进行升级改造，2018 年立项并通过审
批。道路扩建需占该处土地承包人承包的十几

亩幼苗皂角树地，初期赔偿价格未协商一致，蔡
店乡政府人员王现立与土地承包人达成口头协
定，先行施工。随后依据国家规定达成赔付标
准后进行赔付。后经多次协商未果。经县林业
局现场核查，不存在强挖皂角树、破坏生态环境
等问题。举报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责令蔡店乡党委、政府尽
快按照相关规定完成赔偿工作，做好诉求人的
信访稳控工作，如与诉求人仍无法达成协议，引
导其走法律渠道。

问责情况：无。
七十、洛阳市新安县 X410000201806070050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洛阳市新安县群

众投诉洛阳万基控股集团子公司，1.发电公司

烟囱经常落下黄色液体，落到衣服或者车上都洗

不掉；2.危险品金属钠公司属危险品行业，如发

生泄漏或者爆炸，后果不堪设想；3.墙材公司每

天都会排放很浓的刺鼻臭气，造成严重的环境污

染。这些厂距离我们居住地太近，已严重威胁到

我们的人身生命安全，给生活带来很多不便。自

2016年 8月开始向环保和信访部门多次投诉，但

是大气和粉尘污染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调查核实情况：2017年 9月，新安县环保局
因洛阳万基发电有限公司烟囱排放的废气中有
黄色小水滴飘落，对其下达了整改通知书（新环
整【2017】09151701号），要求其采取措施，排查
原因进行整改。目前，发电设施和污染防治设施
稳定运行。2台30万千瓦机组正常生产，配套的
废气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未发现异常超标排
放现象，在线监控系统正常运行，在线监测报告
均显示其废气污染物达标排放。洛阳万基金属
钠有限公司企业安全距离符合国家标准，企业周
边符合外部安全条件，SIS控制系统运行正常。
2018年 6月 8日洛阳黎明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对
其厂界无组织排放硫化氢、氨气进行了检测，检
测结果显示达标排放。举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新安县环境保护局加强
对企业的日常监督检查，督促企业加强设备运
行维护，确保各项设施稳定运行，并按照规范做
好监督监测和比对监测；新安县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加强对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检查，
确保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问责情况：无。
七十一、洛阳市伊滨区 X410000201806060058
反映情况：洛阳市伊滨区庞村，洛阳聚丰办

公家具公司将厂房出租给他人盈利，在没有环评

手续的情况下再次新建厂房生产，大量排放废水、

废气，引起许多灰尘却不采取措施，影响极坏。公

然挑战国家环境治理，希望查处这一恶劣事件。

调查核实情况：洛阳聚丰办公家具公司有
新老厂房 2 个，新厂区为企业自用，老厂房出
租。现场核查，聚丰办公家具公司手续齐全，未
发现环境违法问题。承租老厂房的两家企业未
办理相关手续，属于新发现“散乱污”企业。举
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庞村镇政府于 2018年 6
月 7日晚连夜按照“两断三清”标准对现场生产
设备、原料、产品全部清理完毕，断水断电落实
到位，彻底关停取缔到位。

问责情况：针对属地监管不到位的问题，伊
滨区纪工委对庞村镇党委副书记赵旭磊进行全
区通报批评，庞村镇纪委对镇经发办主任朱淑
敏进行诫勉谈话，庞村镇纪委对东庞村环保网
格员王进亮党内警告处分。

七十二、安阳市文峰区（高新区） D410000201806070066
反映情况：安阳市文峰区高新区前张村北

边有一公厕，距离万科小区 8 号楼只有两米，臭

气熏天，蚊蝇滋生，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信访人反映的问题基
本属实。该公厕为前张村社区自管公厕，已列
入提升改造计划，位于前张村与万科小区交界
处，离万科小区 8号楼只有两米，但在万科小区
规划建设之前，该公厕已建成数年，因近期厕所
水压较低，冲洗不彻底，产生异味。

处理及整改情况：属地管理责任单位银杏
街道办事处责令前张村社区对该公厕进行清洗
保洁，现已整改到位。要求前张村社区加强日
常管理，加密保洁频次，增加保洁人员并提高待
遇以提高保洁人员积极性。目前，该公厕已开
始改造，一个月之内完成提升改造任务。

问责情况：对该网格保洁人员李太平、刘合
云进行辞退并更换保洁人员，新的保洁人员现
已上岗。

七十三、濮阳市工业园区 D410000201806050137
反映情况：濮阳市华龙区湖夹寨村南头潴

泷河，中铁七局开发有限公司把建筑垃圾和废

水排入潴泷河，污染河水，并且把河流堵了一

半，导致村民无法浇地。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该件举报地点为工业园区管辖范围，接到转办
通知后，工业园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郭庆春、管
委会主任刘普军带领办事处、建设局、环保分
局、农办、棚改办等部门沿潴泷河引潴入马沟全
程排查。现场核查发现，河内并无建筑垃圾堆
放，沟渠沿岸没有工业废水排放，中铁七局施工
院内有 3根排水管排入沟渠内，其中两根是项
目建设区内应急雨水临时排管，一根为施工人
员化粪池生活废水临时排管。

处理及整改情况：根据现场调查情况，工业
园区管委会责令施工单位中铁七局立即封堵排
污管道，停止向渠内排放生活废水，只保留两个
应急雨水管道，并要求其严格按照环评批复要
求，建设雨污分流系统，生活废水经园区污水管
网排入濮阳市第三污水处理厂处理，并对中铁
七局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

问责情况：无。
七十四、许昌市长葛市 D410000201806070131（*）
反映情况：许昌市长葛市后河镇、和尚桥镇

交界处，有浴室柜加工厂、油漆厂、雕刻制版厂

800 多家，排放刺鼻气味，废水直排，噪声扰民，

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长葛市后河镇、和尚桥镇交
界处，属于后河镇的有沟冯村，属于和尚桥镇的
有岗杨村和太平村，三村共有浴柜企业 23 家
（其中沟冯村 12家，太平村 8家，岗杨村 3家），
雕刻工艺厂（作坊）3家（其中沟冯村 1家，太平
村 2家），没有油漆厂。浴柜厂生产过程中有粉
尘和废气产生，雕刻工艺厂（作坊）生产过程中
有粉尘产生，但均不排放工业废水，厂界噪声检
测达标。6月 8日晚10点至9日上午，长葛市组
织人员对该区域进行排查，23家浴柜厂中，15
家处于停产状态，8家正常生产。正常生产的8
家企业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雕刻工艺厂生
产工艺简单，于 2017年 5月份，按规定进行了
登记备案，6月 9日上午现场检查时，三家雕刻
工艺厂（作坊）处于停产状态。长葛市后河镇、
和尚桥镇从事卫浴产品生产经营多年，2011年
以来，由于市场需求，从事浴柜加工的人逐渐增
多，后河镇、和尚桥镇交界处长姚公路沿线较为
集中，处于自然发展状态，多没有办理环评手
续，没有建设污染处理设施，群众投诉率高。为
解决浴柜行业环境污染问题，规范该行业发展，
2016年以来，长葛市政府对该行业进行整治，
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规范整治。一是 2016年 6月，后河镇政
府和长葛市环保局一起，组织部分业主到浴柜
行业发展较早的杭州市萧山区，学习污染治理
经验，邀请专家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浴柜行业
产业政策及环保要求》；二是 2016年 7月开始，
根据《河南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
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改工作的实施意
见》规定，对长葛市卫浴加工建设项目进行整
治，配套建设了脉冲袋式除尘器、干式除尘柜、
废气喷淋净化装置、UV光解处理设备等污染防
治设施，后河镇、和尚桥镇交界处的 23家浴柜
加工企业均在此次整治中完成整改，于2016年
12月底通过了环保备案。

2.加强监管。一是长葛市环保局与后河
镇、和尚桥镇政府联合检查，严格要求相关企业
按照环保要求生产经营；二是于 2017年 10月
开始建设“环保卫士”视频监控系统，每个浴柜
企业都安装监控摄像头，加强对主要产污节点
的监督管理，目前系统正在调试运行。

3.整改提升。为进一步提升浴柜行业环境
治理水平，2018年 2月 2日，长葛市出台了《长
葛市 2018年环保攻坚量化工作方案》，把浴柜
行业列入 2018 年重点整治的工业行业。5月
28日，制定了《浴柜行业环保专项执法检查实
施方案》，开始对全市浴柜行业进行专项检查，
严厉打击不正常使用治理设施等违法行为，并
对检查的问题建立台账，限期整改，目前已经立
案查处4家。

处理及整改情况：在2016年以来持续开展
的浴柜行业污染专项治理的基础上，长葛市政
府将强化环境保护网格化监管体系，认真开展
浴柜行业专项检查，加快“环保卫士”视频监控
系统调试进度，严格执法，倒逼企业进一步提升
污染防治设施建设运行水平，确保污染物达标
排放。许昌市政府将督促长葛市政府加强对浴
室柜加工厂、雕刻厂等行业的持续提升和规范
监管，严格落实各项环境管理制度，确保污染处
理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严肃查处环
境违法行为。

问责情况：无。
七十五、许昌市长葛市 D410000201806080008
反映情况：许昌市长葛市和尚桥镇张营村

北，养猪场粪便废水直排，臭气熏天。反映后未

解决。

调查核实情况：经长葛市政府实地走访调
查，长葛市和尚桥镇张营村北没有养猪场，在和
尚桥镇新张营村北500米处有一家规模养猪场
和两家养殖户，分别是长葛市洪军养殖场和李
某某养殖户、叶某某养殖户。长葛市洪军养殖
场于2009年 12月建成投用，2016年 10月经现
状评估整改后，通过环保备案，目前实际存栏生
猪 150余头；李某某养殖户现有生猪 80余头，
叶某某养殖户现有生猪60余头，两户均不属于
规模养殖。经长葛市政府核实，该区域不属于
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洪军养殖场饲养过
程中产生的尿液和圈舍冲洗废水配套建有三级
沉淀池，废水经沉淀处理后用于该猪场负责人
自有的果园及农田灌溉，不外排；李某某养殖户
废水经三级沉淀后用于农田灌溉；叶某某养殖
户废水采用清粪车定期外运，用于林木及农田
灌溉。3家养殖场（户）场区四周及附近沟渠无
养殖废水排放现象。现场调查发现群众反映的
养猪场有臭味属实，但养猪场粪便废水直排不
属实。经查询 2016年以来市县两级环保部门
信访记录，没有关于和尚桥镇张营村养殖场
（户）问题信访投诉。群众反映的问题未解决不
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现场要求 3 家养殖场
（户）加强运营过程的卫生管理，及时采取消杀、
除臭等措施，消除养殖恶臭对周边环境的影
响。目前，3家养殖场（户）已按要求对场区及猪
舍、堆粪场等进行清扫，气味明显减轻。将督促
长葛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加强对畜禽养殖行业规
范监管，严格落实各项环境管理制度，对检查中
发现的各类环境问题，坚决依法严厉查处。

问责情况：无。
七十六、南阳市卧龙区 D410000201806070030
反映情况：南阳市卧龙区蒲山镇蒲山村、田

营村、李湾村占地 400 多亩的碳酸钙工业园区

加工钙粉产生粉尘，废气污染严重。另外想咨

询占地赔偿款没人管，希望政府公示信息。

调查核实情况：为改善蒲山镇区域环境，促
进碳酸钙产业健康发展，根据省政府批复，卧龙
区在蒲山镇西北方（蒲山店村、田营村、李湾村

交界处）规划建设一处碳酸钙产业园，占地 350
亩。目前，园区已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
整河南省征地片区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豫政
〔2016〕48号）完成了土地及附着物的补偿，即
将开始“三通一平”及各项工程的招投标工作。
经蒲山镇及有关单位现场核查，截至目前，该园
区未开工建设，没有碳酸钙企业入驻生产，不存
在粉尘、废气污染问题。因此，群众反映的问题
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卧龙区将严格按照河南
省建材设计院的设计、规划，建设带有三防措施
的原料堆场、密封生产车间、附带除尘系统的成
品库和装卸负压装车，并将对园区内企业加强
环保监督，坚决杜绝生产过程中产生噪音、废气
等，确保周边居民的环境权益不受侵犯。

问责情况：无。
七十七、商丘市睢阳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D410000201806070089、D410000201806070138
反映情况：D410000201806070089：商丘市

睢阳区中州路与科技路交叉口巴比伦·星钻小

区对面，要建一座垃圾中转站和一座公共厕所，

距离学校宿舍楼太近，诉求人认为选址不合理，

垃圾中转站没有相关文件，属于违建。向相关

部门反映未解决。D410000201806070138：商丘

市睢阳区中州路巴比伦·星钻小区对面要建一

个垃圾中转站，附近有一个小学。诉求人认为

在此建垃圾中转站不合理。两个举报件反映的

系同一地点同一个问题，属重复举报。

调查核实情况：示范区辖区北海路以北，腾
飞路以西，南京路以南，学院路以东，约 5平方
公里范围内有30多处居民小区及中意建材、农
药大市场两个市场，属人口、商业门店密集区，
日产生活垃圾 50余吨，无一座垃圾中转站，达
不到城市垃圾日产日清的要求。此辖区属建成
区，前期没有配套建设垃圾中转站，根据群众生
活需要，经市城管局环卫处及商丘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管委会同意，意在科技路南侧示范区
具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建设一座环保型垃圾
中转站，无公厕。此拟建垃圾中转站项目南邻
商丘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北邻科技路，科技路北
侧是巴比伦·星钻小区，附近无小学。经现场调
查，举报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按照设计要求，此中转站
严格按照国家有关环保标准建造，采用国内最
先进的压缩设备（封闭式压缩箱体）及转运设
备，不得存在污水、气味等污染环境现象。对周
围的居民生活只会带来便利，不会产生不利影
响。

由于该项目有群众信访举报，示范区将严
格按程序报批，同时，将做好周边群众的说服宣
传工作，如果群众不满意，就是手续批下来示范
区也承诺不实施。

问责情况：无。
七十八、驻马店市泌阳县 D410000201806060094
反映情况：驻马店市泌阳县官庄镇楼房村

委岗王村北边，一家塑料加工厂，机器噪声扰

民，气味难闻，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泌阳县官庄镇楼房村委岗
王村北边的一家塑料加工厂为泌阳县鑫亿源塑
料制品厂，2014 年 3月建成投产，环评审批文
号：泌环评登记表[2012]100号。2018年 6月 8
日，泌阳县环保局对泌阳县鑫亿源塑料制品厂
进行了现场调查，现场调查时该厂正常生产，
塑料制品加工生产活动在密闭车间内进行，
塑料制品加工生产线磨粉机及进料口安装
有袋式除尘器，热熔挤出工序安装集气罩和
活性炭吸附废气污染治理设施，污染治理设
施正常运行。委托河南金诺源环境监测有限
公司对该厂噪声和废气进行了现场采样监
测 ，监 测 报 告 显 示 ：昼 间 厂 界 噪 声 监 测 值
48.0dB~51.5dB(A) ，夜 间 厂 界 噪 声 监 测
值 39.5dB~40.7dB(A)；有组织非甲烷总烃浓度
19.6-21.5mg/m3，有组织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
0.038-0.042kg/h；有 组 织 颗 粒 物 浓 度
2.0-3.0mg/m3，排放速率 0.008-0.01kg/h；无
组织非甲烷总烃浓度 0.854-1.67mg/m3，颗粒
物浓度0.056-0.125mg/m3，监测结果均满足排
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根据群众反映情况，调
查人员对附近居民进行了走访调查，被调查居
民反映该厂机器声音小，没有闻到难闻的气
味。经现场核实，举报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为进一步保护环境、改善
环境质量，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
的期盼，作出如下处理：一是泌阳县鑫亿源塑料
制品厂应全面执行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制度，加
强环保设施维护和管理，确保长期稳定达标排
放。二是泌阳县环保局要进一步加强对泌阳县
鑫亿源塑料制品厂环境监测监察执法监管，增
加日常巡查检查、监督监测频次。三是泌阳县
官庄镇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泌阳县鑫亿源塑料
制品厂日常监督管理。

问责情况：无。
七十九、平顶山市郏县 D410000201806060129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郏县全钰再生资源有

限公司，在没有环评手续的情况下建设厂房，投

诉人希望确认该厂是否有环评。

调查核实情况：经郏县人民政府调查核实：
反映的“平顶山市郏县全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在没有环评手续的情况下建设厂房”问题，不属
实。郏县全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及其建设的
4ZR一站式智能资源化处理厂项目，位于郏县
薛店镇铸造工业园区。项目占地80.26亩，总投
资 2.35亿元，项目建设周期 24个月（含设备调
试期），该项目于 2018年 4月 23日通过环评批
复，环评批复文号：郏环审（2018）18号。目前，
该项目进行到文物勘察绘图阶段，没有开工建
设。

处理及整改情况：无。
问责情况：无。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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